
白雪娇又名白雪樵，安溪县

龙门镇寮山村人，父祖辈早期侨

居马来亚槟城，她的父亲是陈嘉

庚在槟城产业的首位代理人，叔

叔白仰峰是当地侨领。

抗日战争期间，侨居马来

亚槟城的华侨女青年教师白雪

娇，为了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

国抗日，怕父母不会同意，就瞒

着父母化名报了名。她到临别

时才给父母留下的告别信，成

为当时轰动槟城的一封华侨抗

战家书。抗战结束后，她回槟城

任教。新中国成立时，因制作、

悬挂中国国旗，被殖民者关禁

驱逐出境，后终于回到祖国怀

抱，实现她立志报国爱中华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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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沦陷后，王双游和弟

弟王明爱勇敢地协助了当时也在

马尼拉的张圣才从事搜集日本占

领军情报的工作。时年王双游 20

岁，德才兼备，中英文两栖，帮张

圣才整理文件及发收电报等，王

明爱年纪小，一般是外勤联络、送

情报等。张圣才曾是国民党军统

干部，后在中共领导下参加了建

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

1949 年回国后，王双游担任

中学教师，曾教过生物学。在鼓浪

屿建设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

园（创园时称“引种场”）时，她在

引种方面正好可以发挥专长，常

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而且总是

不断热情地写信或托人捎口信动

员海外的同学参与引种。

上世纪 60 年代初，王唯真是

新华社派驻巴西的记者，王双游

便请弟弟关注并协助引进南美的

优良作物。王唯真立即将此项工

作作为义不容辞的任务，利用工

作之余，收集了巴西松、西番莲、

蜜桔、樱桃、核桃等当地优良经济

作物种子寄回鼓浪屿，是引种场

首位从南美洲引种的人。

王双游的丈夫是鼓浪屿归侨

许卓然之子许祖义（1920-1998）。

许卓然曾为同盟会会员，曾襄助

孙中山征讨军阀，为闽南知名人

士。许、王两家是世交。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

一切都被颠倒了。担任市领导的

许祖义备受冲击。华侨引种场成

了“许祖义、李芳洲准备下海投敌

的黑窝”而被彻底砸烂。王双游因

为在菲律宾帮助过张圣才，被诬

蔑为军统特务，关押起来逼供，还

被判了 3年的“劳动管制”。

王双游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时刻担忧着祖国的前途。她爱

华侨引种场里的一草一木，仍想

尽办法保护。终因积劳成疾，又

得不到救治，含冤逝去。她的骨

灰大多数撒进了见证潮起潮落

的鹭江，1980 年平反后，那把最

后的骨灰，撒在了王唯真从巴西

引进回来的巴西松下。王双游终

于安息在她所深爱着的这片热

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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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感人的抗战家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

沿海，从香港至广州和香港经海

防转越桂线入广西的两条通道

均被切断，滞留在香港的 2 万多

吨军火，必须转从刚建好的滇缅

公路运入。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

西南运输处，并在新加坡和缅甸

仰光设立办事处，负责把军火物

资从香港经新加坡移囤仰光，然

后从滇缅公路运入昆明。

滇缅公路北起中国的昆

明，南至缅甸的腊戎，全长 1146

公里。整条公路迂回于崇山峻

岭之中，需要翻越高山深谷，路

面崎岖不平，地势极为险恶。如

此恶劣的行车条件，没有熟练

技术的驾驶员是无法胜任的。

国内缺此人才，国民政府即向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呼吁，招募熟练的汽车驾驶员

及修车机工回国服务抗日。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接到

求助函之后，立即发出《征募汽车

修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陈嘉

庚是深受侨胞爱戴的杰出华侨领

袖，他一号召，立即得到华侨热烈

的响应，他们踊跃报名应募。

祖籍安溪县龙门镇的女青

年白雪娇，侨居马来亚槟城，曾

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回到

槟城在协和华侨学校当教师。

她得知“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征

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抗日时，

她想报名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

务抗日，但又想自己是一位女

性，父母一定不会答应，于是她

就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名应

征。她留给父母一封抗战家书：

亲爱的父母亲：

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

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

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子女

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

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

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

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

件事，母亲一定会激动而流泪

的。我虽然是立志报国，为了这

天生易感动的弱质，或许是会

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

劣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

俩。走了，我知道，母亲是会因

此伤心一场，但是我相信，父亲

是不会因而责怪女儿的，相反

的，一定是会引以为荣的。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我

的心每分钟都起着往复数次的

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

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

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

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

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

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

的，虽然我是世上一介渺小的蜉

蝣，虽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

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

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

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

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

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惨

心酸。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

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

才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

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时

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

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

心斗争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

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

不会辜负了。

女儿是不孝的，望双亲宽

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

谨留此作别，后会有期。

最后，敬祝健康。

女儿雪娇留书

廿八年(1939)五月十八日

含泪踏上抗战的征途
白雪娇打算不辞而别回国

抗日，这一秘密在她出发之前

就被父母知道了。她的父母开

始也曾加以阻止，后来看到她的

意志坚决，语言行动急切感人，最

后也同意让她回国抗日了。

据马来亚槟城《光华日

报》1939 年 5 月 19 日新闻版

报道，在 5 月 18 日这一天，槟

城、霹雳、吉打三埠的华侨机

工，在槟城集中准备出发。他

们所经过的地方，侨胞争相观

看，道路一时受阻。各商店都

挂着欢送横批彩幅，以壮勇

士。在华侨机工集中出发之

时，热心的男女老少侨胞成群

结队前来欢送华侨机工，一时

人潮汹湧，万头攒动。春满园

的主人特地设置午宴，以欢送

华侨机工回国抗日。槟城华侨

筹赈会代表庄明理及当地政

府交通部长张光权致辞欢送。

华侨机工出发时排成整

齐的队伍，全部穿着白内衣及

灰色短裤，个个神采奕奕，格

外表现出勃勃的英姿。欢送的

乐队和侨胞的队伍，来到码头

欢送华侨机工们登上丰庆轮

前往新加坡汇合。白雪娇等华

侨机工唱着“告别南洋歌”和

“义勇军进行曲”，挥手向欢送

的侨胞告别。含着辛酸的眼泪

踏上征途了。

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总

人数达 3200 多人，其中有 4

名是女性。他们对祖国的抗日

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滇

缅公路抢运了 45 万吨军大物

资入境。但也有 1000 多名南

侨机工献出了宝贵的性命。

白雪娇等 4 名女南侨机

工回国后，都要求上抗战的前

线，后在邓颖超的建议下，白

雪娇转到四川省成都就读齐

鲁大学，并参加大学生抗日宣

传队，徒步从川北沿途宣传抗

日，最后抵达陕西省。抗日战

争胜利后，白雪娇回到马来亚

槟城与父母团聚，在一所华文

学校当校长，并参加当地的反

殖民主义的革命活动，也时常

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热爱祖国

的白雪娇心情无比激动。她带

领华校的教师，参照报纸的资

料，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华

校的上空升起，这也是槟城上

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然

而这个举动却激怒了当地的

殖民当局，就以莫须有的罪

名，指控她是来自中国的“颠

覆分子”，不容分辩把她关禁

起来，关押一年多时间，于

1951 年把她驱逐出境，遣送回

中国。

轮船经过 7 天 7 夜的航

行抵达广州港，白雪娇终于回

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

家。回国以后，她被安置在广

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白雪

娇梦寐以求为国劳效的时刻

终于来到了。于是她勤勤恳恳

工作，表现突出，不久便被党

组织批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从此，她更是忠心耿耿，

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她将两个女儿取名

耿平、耿凡，寓意要在平凡岗

位上忠心耿耿为党工作。

白雪娇怀着满腔的爱国

激情，愿与祖国患难与共，但

她经历着许多曲折，往返奔波

于侨居地和祖国之间，走过一

道道坎坷不平的路，直到被殖

民主义关禁驱逐出境，幸运的

是最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才实

现了她为祖国效劳的理想，在

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竭她

“一滴”之微力。她在广州师范

大学为党的革命建设事业贡

献自己的力量，光荣地成为了

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归国华侨的祖国情思
作为归国华侨的白雪娇，

她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她

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回忆

文章《祖国情思》，记述着她一

生难忘的情思。她在文中写道：

“我想念起祖国来了。为什么祖

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土地富饶

美丽，而人民却不能幸福，是什

么阻碍着祖国的进步？我不能

明白。我只是经常站在大海边，

神驰祖国，凭借海风的羽翼，遥

寄我对祖国的遐思和憧憬!”

文章说“抗日的烽火燃烧

起来了。民族在受难中孕育着

新生。延安红星在照耀、在召

唤，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立即行

动。我终于踏着父辈航行过的

海程奔赴国难来了，我要与祖

国患难与共。山河破碎，我的心

也碎了。但我充满信心与希望，

因为自古以来，多难兴邦!”

文章回忆说“但是，蒋介石

集团的假抗日真反共，陕北路

阻，报国无门。我满腔热血付之

流水!八年离乱之后，我被逼又

远洋重渡，回到父母身边。刚从

日寇铁蹄下光复过来的土地，

血迹未干，满目疮痍，一片萧

条，家园已残，旧梦已邈。但是，

人民从来是不会失望的，他们

从坚持四年 (日寇占领了三年

八个月) 艰苦战斗的山林中走

了出来，准备重建家园。可是在

战时或逃跑或投降的英国殖民

主义军队，却趁人民喘息未定，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了进

来，缴了人民的武装，把人民重

新推进水火之中，进行血腥的

镇压。”

文章最后说“我被指控为

来自中国的‘颠覆分子’，进行

关禁，遣送出境，被当作牲口一

样押上货轮。船向着祖国的方

向驶去，我整天伏在船弦上，翘

首北方，恨不得能凌风而去，立

即投进新生的祖国。船驶进珠

江，我感觉到祖国好像正伸着

两只巨手向我迎来。遥望岸上

五星红旗在蓝空中飘扬，我不

由自主地心潮激荡，热泪盈眶。

就是这面红旗，当它第一次在

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我在殖民

地也把它升了起来，却遭到拘

留审讯、追查背景。今天，在祖

国的上空望见它，我怎能不笑？

红旗，祖国新生的象征，我迎着

您回来了，回来了，永远回来

了！”

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侨机工

白雪娇，回到祖国后，曾任广州

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全国

侨联委员、连续八届广州市人

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华侨委员

会委员等职。她从广州师范大

学退休后，就在广州安度晚年。

2014年，白雪娇在广州逝

世后，遵照她的遗嘱，不开追悼

会，骨灰撒在大海，让她永远回

到祖国的怀抱。

这封留给父母的抗战家

书，充满着爱国的激情，她写

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

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

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

的。”“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

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她

爱国胜过爱家，让人敬佩。

她为了祖国抗日的需要，忍

痛离别父母弟妹，怀着悲伤

的情绪，回到祖国参加抗

战。


